
秋风起，蟹黄肥，眼下正是阳澄湖丰收时节，
可“吃货们”却有点心塞。据报道，市场上99%的
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假的，许多冒牌蟹甚至“爬”进
了知名商超、品牌专营店。

其实，冒牌阳澄湖大闸蟹横行早已不是新鲜
事。“天下大闸蟹皆一家”，不管产自哪里，商贩们
吆喝的都是“阳澄湖”。口说无凭，用心点的，要
么带外地蟹去阳澄湖里“洗个澡”，要么给它们戴
上五花八门的防伪“戒指”。不管怎么样，只要傍
上阳澄湖的品牌，啥蟹都能卖出好价钱，可谓是，

“戒指”一戴，身价翻番……一来二去，“大闸蟹”
成了“大假蟹”，只能叹一句，阳澄湖的蟹虽肥壮，
奈何也斗不过“李鬼”。

冒牌猖獗，“阳澄湖”就听之任之？近些年，
当地政府、行业协会开展了不少打假行动，但很
多是雷声大雨点小，高举轻放，收效不大。这其
中或有造假者过于狡猾、打假成本太高的因素，

但利益攸关方的“暧昧”态度也是一大阻碍。在
制假售假的利益链中，一些本应积极维护品牌的
主体，譬如不少大企业、专卖店、蟹农，也在无所
顾忌地大卖冒牌蟹“以次充好”。还有人辩解，阳
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是冒牌蟹帮其撑起了门
面，满足了旺盛的市场需求。言下之意，似乎还
当为假蟹记一功，实在是怪哉。

打假不能光寄望于行业自律，落入“自说自
话”的窠臼，相关部门的步子应当要迈得再大
些。此外就行业发展来看，阳澄湖“一枝独秀”
的弊端显而易见，养殖、消费大闸蟹眼光需放得
更广。国内大闸蟹产区很多，不少品质相当出
色。或许现在有些品牌不如“阳澄湖”名号大，
但借助诸多电商平台，不排除未来也可以和“阳
澄湖”掰一掰手腕。我们乐见市场上演一场场

“蟹斗”，挤压浑水摸“蟹”的空间。
晁星/撰文 李嘉/漫画

浑水摸“蟹”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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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守纪没有网上网下之别
崔文佳

作为党员干部，从举起
右拳、面向党旗宣誓的那一
刻起，“共产党员”便成了我
们的“第一身份”。这个精神
烙印不因时间和地点转移，
也就注定没有网上网下之
别。党纪“上网”“进群”，正
是加强管党治党的一种时代
表达，期望立规明矩、激浊扬
清，更意在猛击一掌，敦促党
员干部不断夯实党员信仰、
提亮党员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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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明素养是管出来的
范荣

“具”字少一横，
文化就丢了一点

姜忠奇

文化 小议

大国博弈下，
叙利亚难有“终结之战”

钮松

中美经贸摩擦：
输赢不在一时一事

李庆四

学者学者观潮

“党员注意！微信上这些信息不
能发，严重者开除党籍！”连日来，想
必不少人都接收到了这样一则推送
消息。其实，这是媒体对于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部分规
定的形象化表达。即将于 10 月 1 日
起实施的《条例》，不仅为党员干部的
政治纪律划明了诸多“红线”，还对党
员的网络生活进行了全面的规定。
严肃的雷区描述和一一对应的处罚
条款，有力地宣示着：网络空间不是
法外之地，更不是“党纪飞地”。

微信群要管，朋友圈要抓，是否
有些“小题大做”“草木皆兵”？不妨
看看近些年见诸报端的真实案例：有
人在朋友圈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人
利用微信红包拉票贿选，也有人在密
友群里散布“内部消息”……上述种
种看似是网络社交时代冒出的新现
象，实则是明令禁止的老问题。其
实，1997 年版党纪处分条例就已明
确，“公开发表文章、演说、宣言、声明
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要给予党
纪处分”。反观以微信为代表的网络
平台，说起来是私人空间，其实更多
带有公共空间的属性，尤其是广经转
发后，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根本无

法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纪“上
网”“进群”，正是加强管党治党的一
种时代表达。

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在网上言
行失范，直接原因在于将网上网下割
裂成两个平行世界，认为前者是“虚
拟”“匿名”的。初识互联网，我们确
实一度对其产生了这样的观感。但
跟互联网打了二十余年的交道，人们
正愈发深刻地体会到，虚拟不是虚
幻，匿名也必须有所限度。网络空间
终究建筑于各种真实的社会关系之
上，这里存在的任何言行举止，都可
以追溯到敲击键盘的那个人。也正
因此，我们才反复强调，网络空间只
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不存在“双标”，
谈何为所欲为？尤其是作为党员干
部，从举起右拳、面向党旗宣誓的那
一刻起，“共产党员”便成了我们的

“第一身份”。这个精神烙印不因时
间和地点转移，也就注定没有网上网
下之别。

微信只是载体，关键还在党性。
与其说一些党员干部上了网就忘了

“我是谁”，倒不如说是网络测试出了
这些人党性的褪色失真。清代小说

《镜花缘》中描写过一个“两面国”的

故事，这里的人正面慈祥和善，反面
却面目狰狞。相较于言行失范，更令
人警惕的是那些被网络检测出的党
员“双面人”。比如臭名昭著的“洁洁
良”，网络之上的她频频辱华，“恶臭
你支”张口就来；网络之下的她名校
在读，是个荣誉傍身的学生党员。还
有一些政务机关，在线怒怼办事群
众，线下却大谈简政放权、服务百
姓。事实证明，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条例》此番修
订对党员网络生活着墨甚多，期望立
规明矩、激浊扬清，更意在猛击一掌，
敦促党员干部不断夯实党员信仰、提
亮党员本色。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对
于有着 89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
大党，时刻保持自我革新无疑是一
个世界级的挑战。破题的一大关
键，就是将纪律挺在前面。这从根
本上决定了，党员在哪儿，纪律就要
跟到哪儿。要始终铭记，党员干部
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
象，无论网上网下，纪律这把尺子都
不能滞后缺位。牵住了这个牛鼻
子，党员队伍的力量就在，我们党的
活力就在。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升
级中美经贸摩擦，还刻意将声明的发
布和生效安排在中国人极为敏感的

“9·18”和中秋节。此外，特朗普还以
中俄军贸为借口把制裁扩大到中国
中央军委总装备部，这显然是为了从
精神上狠狠打击中国，让美国实现尼
克松设想的所谓“不战而胜”。

然而，令特朗普没有料到的是，
中国商务部第一时间予以回击，对
600 亿美元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
税。虽然在量上没有达到美国的程
度，但是足以表明中方绝不屈服的立
场。紧接着，国新办发布《关于中美
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
书。这份全文3万多字的白皮书，以
大量事实和详实数据，对中美经贸关
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回应了国
际社会关切。

事实证明了中方一贯的态度：打
就奉陪，谈则欢迎。要注意的是，我
们所说的谈并不能在不平等、不公
正，“刀架在脖子上”的条件下谈。特
朗普一边邀请谈判，一边决定加税，
完全是一种耍花招的鬼把戏。可以
设想，如今气急败坏的特朗普不会善
罢甘休，他不仅极有可能对所有中国
进口产品加税，而且可能进一步扩展
到其他领域。事实上，正如其高官信
誓旦旦地说“美国一定要赢”那样，白
宫已决心与中国死磕到底，我们对此
不能留存任何幻想。

众所周知，中美经贸关系高度依
赖，摩擦一定是两败俱伤，目前双方
也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
中美分别作为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
和最大的虚拟经济，贸易摩擦的影响
并不完全相同，而最关键的不在于一
时一事的输赢，还在最终的结果。如
果说高度外向型且对美国市场高度
依赖的中国将减少企业盈利，那么高
度依赖中国进口的美国消费者和企
业则将面临日用品难以及时找到替
代的挑战。何况，进入 7 月份后，美
国贸易逆差扩大，其国会多次听证会
和民意调查都对白宫挑起争端产生
诸多质疑。特朗普此举，可谓不顾国
内国际舆论一意孤行的冒险。

面对讹诈，中国政府始终不乱阵
脚，坚持有条有理反击，这源自我们
多方面的底气。比如，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屈服过任何
外来挑战，今天和未来更不会屈服。
总体上国人已认识到了紧紧围绕党
中央全力应对的必要性。比如，我们
的经济规模虽赶不上美国，但并非没
有抗风险的能力和经验。恰恰相反，
更困难的时期我们都经历过。而今
天，作为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完整、实
体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我们的韧
性和耐力更强。又如，中国有着庞大
的纵深市场和腾挪空间，完全可以发
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趁此机会充
分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而对于美
国之外市场的开拓特别是“一带一
路”等合作，未来前景广阔，增长空间
远超发达经济体。

可见，危机危机，有危也有机。美
国对华出手，应该成为中国制造在世
界产业链中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斗法
到现在，特朗普的牌出得差不多了。
此次中方发布白皮书条分缕析、一一
反驳，特别针对美国渲染的“吃亏论”

“抢饭碗”“强迫技术转让”等祭出事实
和依据，可谓苦口婆心。但也要清醒
地看到，既然一直以来中国的克制和
隐忍并未得到丝毫回报，那么我们就
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方面坚持做
好自己的事情，让更多人更公平地享
受到改革开放的利益，另一方面必须
毫不手软地打击美国霸权代言人。这
些，将是最终战胜挑衅者的法宝。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

继“霸座男”“霸座女”之后，又来“霸
座爷”——在一列火车上，某大爷买的站
票非要占着靠窗的座位，称自己“听不懂
道理”。更有媒体曝光，一位外籍女士也
加入“霸座家族”，还向拍摄者泼矿泉水。

本以为“霸座”只是个别人的个别行
为，谁料想，类似事件竟接二连三曝光，
大有“霸圈代有牛人出，各领热搜好几
天”之势。从现实案例看，这些“霸座”行
为，不分高铁、地铁，不分男女，无论老
少，甚至无关中外，轻轻松松集齐了各个
人群的特征，以至有网友无奈调侃：“一
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这种不文明症
候群的密集发作，也从侧面说明公共场

所不守规则有一定普遍性。
舆论惊诧“无赖”太多，更扼腕规则

太软。在这几起事件中，面对“霸座者”
撒泼耍横、胡搅蛮缠，乘务人员多是劝
导、说服，劝阻无效后只能作罢。即便事
后全网声讨，警方介入，也多是罚款200
元、部分人百八十天禁乘高铁。相较于
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处罚未免过于软
绵绵，有网友半是玩笑地算了笔账：“北
京到广州二等座票价 800 多元，一等座
1300多元。买个二等座霸占一等座，补
交200元罚款，还赚了300元”。正因如
此，许多人都在呼吁，相较于事后追责，
更需当场处置。很多失范行为，早已超

越道德范畴，触及法律红线。倘若在有
法可依时不为遵规守矩者撑腰，肆意妄
为者自然有恃无恐。

“文明都是管出来的”。“人人相善其
群”的公共习惯，不会凭空而生，也非旦
夕之功，往往需要长期外部约束形成“条
件反射”，最终实现“由力而起、由善而
达”。放眼世界，这条文明进阶之路也是
各国的普遍经验。比如日本，排队“加
塞”会被处以 100 万日元以下罚款甚至
拘留24 小时；再如新加坡，严禁口香糖
的进口与出售，一旦逾矩很可能面临皮
肉之苦。好言好语或许能劝导出一些人
的文明行为，但推动社会整体文明程度

提升，离不开清晰的规则和强力的惩
处。让侵害公序良俗的行为付出代价，
方能倒逼出现代社会的规则意识。

一个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社会，必定
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提升社会整体文
明素养是一个宏大课题，也是一次次微
观实践。乘公交自觉排队，公共场所不
大声喧哗，过马路不闯红灯……文明从
来不是空洞的口号，就在于一点一滴的
身边小事。霸一次座坚决纠正，加一个
塞立马揪出，对细节、对小事多些“较真
儿”，弥补法律空缺、填上执法漏洞，这霸
那痞才会越来越少，文明才能成为每一
个公民的行为自觉和生活方式。

“具”字中间到底有几横？这个本不该存在分
歧的问题，近日却在网上吵翻了天。“两横派”力争，
称小时候就这么学的；“三横派”不甘示弱，坚信自
己的肌肉记忆不会错。亦不乏围观者心里嘀咕，

“汉字是不是偷偷改革过？”，甚至在一问答平台上，
这被划归为“有哪些让人细思极恐的小故事”之
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讨论，再次折射出提笔忘字、
提笔错字的社会现象。

读了那么多年书，到头来却写不准常见字，如
此荒诞的时代病见于很多人。在这个握着鼠标放
下笔杆的时代里，键盘上的手指翻飞代替了白纸
上的一笔一划；网络上的检索复制代替了头脑中
的凝词炼句。而学校里汉字教学日渐缩水，生活
中网言网语屡见不鲜，甚至一些字典也干脆“顺乎
潮流”“将错就错”……长年累月下来，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淡忘汉字的具体构造，只识得大体轮廓，遑
论对于汉字之美的“上下求索”了。近些年，相关
讨论时而出现，如今已经降级到“具字有几横”的
水平，令人遗憾。而很多人猛然发现，打字惯了的
自己已经忘记了“忘字”本身，恐怕这才是最“细思
极恐”的。

汉字不仅是表情达意的交流工具，更是中华
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个字即是一方天地。观“旦”
字，旭日东升，跃于海面，几笔勾勒出“一轮顷刻上
天衢”的喜人景象；观“武”字，定功戢兵，止戈为
武，形象传达出古人“兵气销为日月光”的和平愿
望。正如鲁迅所言，汉字书法“不是诗却有诗的韵
味，不是画却有画的美感”，一撇一捺蕴含一种精
神。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审美
旨趣、哲学思考都能从这些方块字中找到索引。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中华文化的大厦正是
由汉字等一砖一瓦砌筑而成。时代的快速变迁，
对这些文化载体有所冲击实属难免，关键是我们
以什么态度和措施去应对。就拿汉字来说，倘若
对提笔忘字、提笔错字现象的关注仅限于一阵网
络戏谑，任由碧瓦朱甍凋敝为残砖碎瓦，那将是时
代的悲哀。这个意义上，关切“具字有几横”的讨
论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希望全社会以一叶知秋的
敏感，看到小讨论背后的大问题。

国学大师饶宗颐说，“汉字是中华民族的肌理
骨干，可以说是整个汉文化构成的因子。”某种程
度上，如果“具”字少一横，那么文化因子就丢掉一
点。网络讨论已经过去，但汉字的使用危机仍未
解除。期盼相关部门出台一些系统性的保护措
施，每个人也能有意识地从鼠标键盘中“透个气”，
在那些竖折弯钩中，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近段时间，叙利亚问题再次引起
全世界关注。叙政府军在俄罗斯的
强力支持下收复阿勒颇、东古塔等战
略要地，美俄协同打击“伊斯兰国”取
得显著成效。目前，伊德利卜省是叙
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
制的最后一个据点。不乏舆论认为，
持续 7 年之久的叙利亚战乱或将在
此终结。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乐观吗？

如今的伊德利卜已经成为叙利
亚反对派武装、“伊斯兰国”和“征服
阵线”等诸多恐怖力量组成的“解放叙
利亚联盟”武装的大本营。尽管该联
盟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政教诉求上均存
在着显著差异，但一举歼灭他们成为
叙利亚政府及其支持者俄罗斯的必然
选项。本月初，俄罗斯空天部队对伊
德利卜展开猛烈空袭，表面上是为了
打击盘踞于此的“征服阵线”，但实际
上指向叙反对派武装。不过，俄罗斯
的空袭活动暂无持续扩大之势，可见
俄罗斯不可能完全无视相关国家维护
伊德利卜现状的意愿和实力。

俄罗斯的掣肘因素显而易见
——美英法联军不断加大对叙利亚政
府军控制区的打击力度，特朗普还喊
话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不要“鲁莽
攻击”伊德利卜，警告俄罗斯和伊朗如
果参与这场“潜在的人类悲剧”，将犯
下严重的“人道主义错误”。为了最大
限度拉拢土耳其并分裂反对派支持阵
营，俄罗斯在德黑兰峰会后，又进行了
俄土索契会谈。与之同时，以色列通
过导弹袭击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的行动
施压伊朗。总体来说，美英法的强硬
反击、土耳其的卧榻之虑、以色列的武

力搅局，再加上伊德利卜城内各残余
武装的“困兽之斗”，决定了这里远非
叙利亚内战终结之地。

说到底，叙利亚内战是一场小型
世界大战和大国代理人战争，战局走
势和叙利亚国内政治格局的变迁都
离不开大国之间的博弈。尽管叙利
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之间七年来
存在着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但俄叙
伊阵营与美英法以阵营之间一直存
在着有效的相互牵制。当前的权力
格局下，前者幻想以最后一战终结乱
局并不现实，后者希望推翻巴沙尔政
权也无异于痴人说梦。更要看到，虽
然叙反对派已偏安伊德利卜一隅，但
美国在叙境内仍有“库尔德牌”可打，
在叙境外对俄土伊有“制裁牌”可打，
叙利亚的宁日遥遥无期。这或许就
是它作为大国博弈其中一环的悲哀
之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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